
人生而自然，未经雕琢打磨。 有人
成为“精品”，有人最终也只是“朽木不
可雕也”，其中深意，不可不思。 所谓
“无规矩不成方圆”， 正是人们心中不
同的“规矩”将其灵魂打造成了不同的
模样。

在文明社会中成长的我们，身边有大
大小小的“规矩”贯穿着我们的生活。 小
时候，家长告诉我们“红灯停、绿灯行”；
长大了，老师教导我们“权利与义务是相
统一的”。 而这些规矩也为我们树立了道
德的标杆，划定了人生的底线，让我们在
这个社会中健康成长， 不会触碰那些危
险的边界。

规矩的影响体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它教人辨别是非， 明白事理。 因为有规
矩，人们不会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因为有
规矩， 人们不会在拥挤的楼梯间推搡打
闹；因为有规矩，人们不会在拉起警戒线
的围墙边嬉笑玩耍。 有人说规矩是一副
沉重的镣铐， 我却认为规矩是保障人身
安全的法宝， 是维护一个社会秩序稳定
的必要因素， 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兴盛繁
荣不可缺少的条件。

可以想象，若是没有了规矩，这个
社会将会变成怎样的一副模样？ 人们
会不会都以自我为中心地生活？ 会不
会任由邪恶的想法肆意横行？ 没有了
规矩，这个社会如何能安定？ 若再将邪
恶面放大———行人在车辆间随意地穿

梭， 一个司机因人挡住了自己的道路
而长按笛不停催促 ； 商店的店长在大
声尖叫 ， 因为有人突然抢走了店里的
财物。 天啊！ 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片混乱
场景！ 这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都包含
了“规矩”意识的缺乏 ，人们若能守好
这些规矩，遵守法律规则 ，这个社会定
能安定不少。

“无规矩不成方圆”，真正的规矩并
不是将人们钉死的条条框框， 而是教人
明辨是非的准则。每每谈到“规矩”二字，
总有一些自喻豪放的人们对此不屑一
顾，这些可笑的人们，他们总是渴望打破
束缚，寻求刺激的挑战，以做常人不敢做
的事情为荣， 有时甚至做出如跳梁小丑
般的行径。对于其中有些人，我很佩服他
们的胆量，也赞赏他们一些创新的想法。
但对于偏激者，我还是想提醒他们，一切
的创新都应该有一定的底线， 天才与疯
子之间也只有一线之隔。 不要因为一时
鲁莽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或是将无辜
的人们推向危险的悬崖。 有时候，比起一
副沉重的镣铐， 规矩更像一条保人性命
的安全绳。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并不是让人
一味的墨守陈规，将人的个性框死，它更
多的是让这个社会活成最好的样子，而你
要做的就是去寻求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
明白生活的界线到底在何处，才能活出更
美好的明天。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 年初， 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G1601 班全体同
学在校团委书记李慧玲及班主任雍旭
宇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湖南师范大学社
区举行了“‘崇德向善迎新春，红红火火
过大年’ 学生进社区探望空巢老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本次社会实践活动由长
郡滨江中学团委组织、 长郡滨江中学
G1601 团支部和师大社区居委会共同
举办，旨在让学生深入社区、了解社会，
提高年轻一代对老年人、弱势群体的关
爱，进一步加强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

活动开始前，由湖南师大社区书记
谢景湘负责介绍活动流程和帮助对象。
由于师大社区老龄人口较多，其中有很
多是孤寡、失独等空巢老人，这些特殊
的群体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爱，同学们
认真聆听谢书记的介绍并仔细记录了
每位老人的具体情况。

活动开始，同学们分成七组，提上
精心准备好的米和油、日历及春联等过
年物资分户走访慰问。 来到老人的家
中，大家将物资亲手送给老人，并和老
人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
实际困难，详细做好记录。 通过与老人
们的促膝谈心，大家听到了很多让人感

动的故事以及政府为孤寡老人做出的
种种努力。

由于长沙刚下了一场雪，同学们留
意到老人们的家门口铺满了厚厚的积
雪。于是，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有的拿起
铁锹负责铲雪、运雪，有的则帮助老人
贴春联、打扫室内卫生。 大家忙得不亦
乐乎，用实际行动为老人办实事、解难
事、做好事。 看到老人亲切的笑容，大家
都很高兴。

临近傍晚， 活动时间即将过去，同
学们与老人们依依告别，并嘱咐老人一
定要保重身体，祝福他们过一个红红火
火的好年。 老人们更是不舍，拉着孩子
们的手叮嘱大家一定要常来。

通过这次实践，同学们进一步深入
了社会，更全面地了解了生活，不仅身
体力行履行了尊老爱老、关心老人的职
责，而且增强了爱心和责任心，使大家
进一步意识到关爱老人、用心服务社会
的重要性。 同时，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
剧的今天，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呼吁更
多的社会人士来关爱老人，让中华民族
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不断传递。

（文 / 欧阳政祺 何斐卓 曾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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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向善迎新春 红红火火过大年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五）班 谢欣汝

———长滨学生进社区给空巢老人送温暖

在初中课堂教学中，教师恰当地运用评
价语言能够对学生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 积极与消极的评价会给学生带来截
然不同的影响。 那么，如何正确地给予学生
评价呢？

一、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积极有
效地评价学生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情况， 尽量给予学生
积极有效的评价， 对学生身上的问题给予及
时指正和帮助。

（一）积极有效的评价有助于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

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
的作用。 积极的评价可给学生心理上带来愉
悦，使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消极的评价会使
学生产生自卑感，久而久之，易产生难以治愈
的心理疾病。 倘若教师能够挖掘学生身上的
优点，并对这些优点给予正确的激励、评价，
那么学生就能够在这方面保持更加浓厚的兴
趣，增强钻研的深度，彰显自己的个性，发挥
自己的特长， 在长时间的努力中培养更加稳
定的个性心理品质。

（二）积极有效的评价能使学生提高自
信心

自信心对学生的智力发展和人格培养
有着很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学生在一种宽
松的、 能够经常获得鼓励的氛围中生活和
学习，那么，他会处世乐观进取，做事主动
积极，勇于尝试，乐于面对挑战，充满自信；

反之，如果这个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
那么他会容易产生自卑感， 对一切失去信
心。 我经常在数学课堂上向不同的学生提
问， 并会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和回答问题
的情况给予其鼓励性的评价， 比如胆子小
的学生我会表扬他回答问题越来越大方
了， 不细心的学生我会表扬他已经慢慢改
正了粗心的毛病等等。 正因为长期给予了
学生们积极的评价， 大家学习数学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并能不断地挖掘自己的能力，
学习成绩自然能得到提升。

二、教师要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科学全面
地评价学生

评价的多方面是指从知识、能力、过程、
方法、情感等多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
它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 可促进
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多方
面对学生进行评价， 可使其在学业成绩得到
保障的同时， 有利于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学习兴趣的形成， 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发展， 也有利于学生积极情感体验
等方面的综合发展。

（一）科学全面的评价有利于学生的个性
发展

对学生个体而言，全面发展并不是要求学
生样样优秀，而是允许和鼓励学生在基本素质
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特长和个性。世界上并
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而是存在在哪
一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问

题。 学校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每个学生都
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教师只有形成这样的学
生观才会乐于对每一位学生抱以积极、热切的
期望，并乐于从多个角度来评价、观察和接纳
学生， 重在寻找和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发
现并发展学生的潜能。 作为教师，在每一位学
生充分展示自己优势领域的同时，应将其优势
领域的特点迁移到弱势领域中去，从而促使其
弱势领域得到尽可能的发展。

（二）科学全面的评价有利于学生的终身
发展

在当前的教育和实践中，仍然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教育教学围着考试成绩和升学为
目的的现象，反映在学生评价的内容上，表
现为将评价内容进行主次分配， 对考试涉
及的内容优先考虑，重点保证；而对考试不
涉及的内容则较少关注。 作为教师，首先要
坚持教育的追求和理想， 把教育的终极目
标放在首位，坚持育人为本、一切为了学生
发展的理念。 因此，评价学生不仅要注重评
价对象的过去与现实的表现， 更要重视评
价对象的未来发展；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
更要关注学习过程； 不仅要对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掌握情况进行评价， 更要对学习
能力、科学探究精神以及情感、态度、价值
观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从而创造出适合
学生发展的教育。

（三）科学全面的评价有利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

教师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体
现尊重与爱护，关注个体的处境与需要，评价
应突出发展、变化的过程，关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态度。 应采用多样
化的评价方式， 将评价贯穿于日常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 比如，班主任每周可以利用周会和
班会课时间让学生对每周自己的表现作一个
自我评价，让小组内再进行一个相互评价，通
过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找到自身不足， 力求
在后面的表现和学习中加以改正。 教师和家
长也可以利用家校联系本每天对学生进行一
个简短的评价， 让家长参与评价了解孩子的
优缺点，共同帮助孩子进步。 充分发挥评价的
教育功能， 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道德品质
的提高，促进每个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的终身
学习打下基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使评价过程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提高的
过程。

总之，教师要积极有效、科学全面地评
价学生，把握好对学生的评价，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充分挖
掘和展现学生的个性潜能。 要尊重学生的差
异，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采取不同的评价
方式，为每个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促使其
最大可能地实现自身价值， 促进他们全面、
和谐、持续地发展。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学会“十三”规划课
题《运用评价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的研究》研
究成果）

论教师正确评价学生的重要性
衡阳市实验中学 罗碧飞


